
亚细安树胶贸易理事会 (ARBC) 

 

天然橡胶可持续性发展 (SDNR) 的信息 

 
背景 

 

1. 天然树胶可持续性发展 (SNRD) 的宗旨是为了让参与供应链的每一个人提供更

好的生活。它要求供应链必需有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由此, 购买者将能够知道

他们最初的原材料供应来源, 即种植园或小农。种植树胶树不应该有任何森林

砍伐。 

 

2. SNRD 的其他方面包括保持种植场/小园主适当的工作环境(无童工)、适当的废

物处理 (不使用塑料和所有废物必须被掩埋并能够自动分解)，减少每公顷内树

木的数量, 以确保树的健康, 因此提高产量, 不在种植园使用化学品, 如除杂草

剂, 留下足够的周围边界和空间让树木排水。 

 

3. 如果满足所有这些条件, 那么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将认证种植园是可持续性

的。 

 

4. 欧洲买家会希望与这些被认证为是干净和绿化的公司合作。 

 

5. 通过获得可持续性认证, 卖家将有更大的市场渗透率, 因为买家会寻找他们的

原材料供应来源。 

 

6. 这初步行动是由非政府组织发起的, 现在涉及政府。非政府组织利用媒体强调

任何不当行为, 购买者就会避免向有关公司购买。 

 

7. 泰国和越南正在积极以这事项对其生产商进行教育, 希望能在大型轮胎制造商

中保持销售地位。越南政府于 2012 年和 2017 年批准了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政

策。印度尼西亚还在 EcoVadis (评级审计机构) 下积极处理这一事项。 

 

 

可持续性天然树胶全球平台 （GPSNR） 

 

1. 天然树胶可持续性平台的发展是由世界商业理事会可持续发展 (WBCSD) 轮胎

工业项目 (TIP) 于 2017 年 11 月启动的。 此后一直由 TIP 成员公司组成的工作

小组领导着。 



2. 世界商业理事会可持续发展的轮胎工业项目 (TIP) 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正式启

动了一个独立平台，称为可持续性天然树胶全球平台(GPSNR), 让参与树胶供

应链管理人员改善社会经济和提升环保表现。  

 

3. GPSNR 会员包括了十一家大轮胎公司， 如 Bridgestone Corp、Continental A.G. 、 

Cooper Tire & Rubber Co、 Goodyear、 Hankook Tire Co Ltd、 Kumho Tire Co 

Ltd、 Michelin、 Pirelli & C. S.p.A. 、 Sumitomo Rubber Industries Ltd、 Toyo Tire 

& Rubber Co Ltd and Yokohama Co Ltd.  

 

4. GPSNR 会员申请将开放给所有对可持续性天然树胶生产和供应展示出承诺和

行动的轮胎制造商、其他橡胶用户、供应商和加工商、汽车制造商和非政府

组织。 

 

5. 在正式发布会，十一位 TIP 成员和其他公司，如，Ford Motor Company 、

Halcyon Agri Corporation Limited、 ITOCHU Corporation 、Kirana Megatara 、

SIPEF 、The Socfin Group、 and Southland Global Pte Ltd 签署了的 GPSNR 会员

声明。 

 

6. 基本上，GPSNR 将探讨研究改善供应链的人权， 防止掠夺土地， 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水资源，提高生产量，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7. 除此之外, GPSNR 会员必须在其生产和销售计划中证明可持续性, 并需要让利

益相关者参与供应链（从生产者到消费者）。 

 

8. 会员必须遵守已确定的所有十二项原则标准： 

 

i. 按照高保存价值资源网络（High Conservation Value Resource Network）、高

碳库存途径 (High Carbon Stock Approach) 或其他适用的监管框架的原则内有

关, 鉴定及管理树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提升保护泥炭地的天然树

胶生产和加工, 并避免生态系统转换、树林砍伐和森林退化。 

 

ii. 对天然树胶价值链中，进行适当水源管理。 

 

iii. 承认、促进和保护土族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 不从事 "掠夺土地"; 需要向现

有土地使用者获得由联合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项目 (UN-REDD 

Programme) 所制定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FPIC）; 并在允准土地使用时给予

适当的补偿。 

 



iv.  遵守适用于员工和承包商的劳工法, 并履行国际劳工组织八项主要公约的宗

旨。 

 

v. 承认和促进天然树胶价值链中的人权, 包括通过促进改善小农生计的方案减轻

贫困。 

 

vi.  在整个供应链中推广公平原则。 

 

vii.  建立和实施从耕地到最终用户的树胶可追溯性协议, 致力实现工业种植园的完

全可追溯性, 并对小农园主采用基于风险的途径。 

 

viii. 支持整个天然树胶供应链的报告透明度。 

 

ix.  避免贪污和对价值链中的贪污采取零容忍态度。 

 

x.  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和独立的申诉机制, 通过 GPSNR 运作, 及时解决与供应链

任何部分有关的投诉和争执。 

 

xi.  制定审计规程, 使签署方能够核查这些原则的遵守情况, 并建立尽职调查程序, 

以充分应对不遵守情况。 

 

xii. 支持培训和教育工作，以提高意识和增进执行这些原则的能力，包括改进生

产运作并更注重提高产量和质量而不是增加种植面积的扩展。 

 

9. 随着首次召开可持续性天然树胶全球平台（GPSNR）大会, 它将在新加坡设立

一个专门的 GPSNR 秘书处, 并将于 2019 年 3 月开始运作。 

 

10. GPSNR 将努力统一标准, 以改善对人权的尊重, 防止掠夺土地和毁林, 保护生物

多样化和水资源, 提高产量, 并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11. 任何希望成为会员的公司必须支付会费, 但已经向储备基金（Sinking Fund）捐

款的十一位创始会员除外。 

 

EcoVadis 

1. EcoVadis 是一家评级审计公司, 宗旨是评估公司对天然树胶可持续性的承诺和

一致性。 



2. 该公司对会员/有兴趣的参与者进行评估, 然后以一系列制定的标准给予相应的

评级。 级别可分为特级、金级、银级等。 

 

3. 这份名单将方便购买者选择他们希望采购原材料供应的公司。 

 

4. 要想获得 EcoVadis 的评级, 公司需要向 EcoVadis 支付所需的费用。 

 

5. 印度尼西亚树胶公会（GAPKINDO）目前正在为印度尼西亚可持续性天然树胶

开发一个平台。2018 年 4 月, 通过邀请 GAPKINDO 的会员、政府代表、非政

府组织、轮胎工厂和树胶农民公会, 举办了第一次重点小组讨论。第二次重点

小组讨论于 2019 年 2 月举办。 

 

6. 在做出努力的同时, 印尼树胶买家的几家大型轮胎公司要求 TSR 工厂提交 

EcoVadis 评级审计公司给予企业社会责任的评级报告。要获得这份评分, 粉碎

树胶工厂必须是 EcoVadis 的客户, 并支付常年会费。公司需要回答了 EcoVadis

网上发送的一些问题才能获得评分。 

 

7. EcoVadis 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方法的目的是通过公司的政策、实行措施和所得

结果来评估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质量。该过程分析信息, 并将其资

料浓缩为一份评分卡, 其评级为 0 到 100。评级方法以七项基本原则为基础, 即: 

 

i.  基于证据 

ii.  工业部门、国家和规模问题 

iii. 多样化来源 

iv. 技术是必须的 

v.  国际企业社会责任专家的评估 

vi.  可追溯性和透明度 

vii. 通过持续改进实现卓越 

 

8. 所有这些都是基于 ISO 26000 的实施, 涵盖 21 项 CSR 标准, 具体如下: 

i. 环境: 

a)  操作 

• 能源和温室气体 

• 水 

• 生物多样性 

• 污染 

• 材料和废物 



b)  产品 

• 产品用途 

• 产品使用寿命结束 

• 客户安全 

• 拥护 

 

ii. 社会 

a)  人力资源 

• 员工健康与安全 

• 工作环境 

• 社会对话 

• 职业管理和培训 

 

(b) 人权 

• 童工和强迫劳动 

• 歧视和骚扰 

• 基本人权 

 

iv. 道德操守 

• 腐败和贿赂 

• 反竞争做法 

• 数据安全 

 

iii.  可持续性采购 

• 供应商环境表现 

• 供应商社交表现 


